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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民連「土盟」危立天秤「做騷」
黃浩銘等8人擅闖高鐵地盤掛幡 港鐵譴責危人危己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

網民批為選票「收錢」做「大龍鳳」

杜法祖、鄭治祖）反對

派圖阻立法會追加高鐵撥款不果，將出選今年立

反高鐵示威者昨日凌晨非法闖入西九龍高鐵地盤，包

法會選舉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，及「土地正義

.0 (3 括社民連的黃浩銘、「土地正義聯盟」的朱凱迪等，早

聯盟」成員朱凱迪等昨凌晨涉嫌違法潛進西九龍

前均已表明有意參選今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。不少網民
都在 facebook 上批評有關人等為了選舉才做一場「大龍
鳳」。有網民則質疑他們「收錢做事」，而非真正反對
高鐵。有網民批評這些人損人生計、製造麻煩、阻塞交通，要求警方嚴正
執法，殺一儆百。
■記者 文森

高鐵總站工地，更爬上天秤掛上反對高鐵的直
幡。地盤承建商發現並報警求助，示威者擾攘 7 小
時才自行返回地面，現場警員向其搜身及登記個
人資料後暫時放行，幸沒有影響工程。港鐵譴責

■Roy Kwan：今朝唔怪得搞到匯翔道大塞車啦，D（啲）消防
車，救護車，警察車頂住成條行車線，仲有班記者其實果
（嗰）度一向車多成日塞車架啦！好心用 D（啲）有公德心既
（嘅）方式表達得唔得，D（啲）消防同救護人員要去救有意外
既（嘅）人架（㗎），你係就跳落黎（嚟）啦！

示威者行為嚴重影響自身和工人的安全，又強調
任何人未經許可進入工地範圍均屬違法，港鐵已
將事件交由警方處理。
悉，是次示威行動早有部署。黃浩銘昨日在其 fb 承認，他們一行人曾
據於大前晚嘗試走入高鐵地盤，但因被發現而「被逼退場」。其後，他

■Fancy Ma ：（高鐵）停工？咁幾千個家庭你哋養起呀？壞人
生計，等同殺人父母！……選舉時也是，用選票把禍港孽畜掃
走，還我們清淨香港！

和朱凱迪，「土盟」執委葉泳琳，社民連成員杜振豪、陳皓桓、施城威等 8
人昨日凌晨 1 時許至 2 時偷偷潛入西九龍高鐵總站地盤，更爬上地盤內一個
天秤上，懸掛兩幅寫有「停建高鐵」、「反一地兩檢」的直幡，又即時透
過fb網頁「直播」過程。

■Yik Lai Leung：當年反興建地鐵的人，相信今天日日都坐！
高鐵客運係全世界現代城市都有，仲响到（度）做小動作，不
斷濟（滯）後各方向發展，想點？

工友：對空氣大叫 唔知講乜
昨日上午7時許，地盤工人陸續返抵工地，示威者遂以帶備的「大聲公」
大叫口號，高喊高鐵追加撥款表決過程「不合法」，「一地兩檢」會破壞
「一國兩制」，要求高鐵即時停工，及追究港鐵和官員責任。不過，據地
盤工友表示，由於示威者在高高的天秤上叫喊，「有如向空氣大叫般」，
根本無法聽到他們叫喊的內容。

■Kenneth Tak Kin Tsang：準備選立法會，博出位呀！
■Shui Oi Woo：做完場大龍鳳後又可以準備去選立法會，到時
唔覺意好似大陸琦（「本民前」發言人梁天琦）咁攞幾萬票幾
爽呀！

大批警員消防救護戒備
地盤在發現該情況後，勸阻有關人等不果，惟有報警求助。由於示威者
在天秤高處，恐有險情，勞煩大批警員、消防員及救護人員奉召到場戒
備。其間，示威者不理勸告，繼續在天秤上叫口號。至上午約9時，示威者
始自行返回地面，在場警員隨即檢查各人的隨身物品，確認沒有地盤物品 ■社民連與「土地正義聯盟」成員8人，昨日凌晨偷爬進高鐵地盤攀
失去或損毀，在登記各人身份證後讓他們離開。
上天秤掛幡。
網上圖片
各人其後又在地盤外叫口號，黃浩銘聲稱是「用自己的方法」進入地
盤，途中並沒有受到阻撓，又聲言今次是「公民抗命」，會承擔責任。
港鐵表示，事件中除遭「佔領」的天秤吊機一度暫停使用外，其他工程並
無受影響，但強調任何人未經許可進入工地範圍屬違法，示威者行為嚴重影
響自身和工人的安全。至於會否追究責任，港鐵表示已交由警方處理。

■ Maximo Tony Koo： 這 班 友 究 竟 知 唔 知 道 自 己 做 乜 ！ 莽
（罔）顧法紀，自己唔要命都要顧吓其他人的安全！枉自稱
「知識份（分）子」大學生！可悲可恥！
■Sophia Chik：擅入他人地方，報警局拉晒班垃圾黄屍，有證
有據可查，不容抵賴。
■Kong Wan：殺一警（儆）百……告到佢甩褲，看看還有沒有
廢青跟風。

疑傳媒隨行 拍攝「劇情」
懷疑隨示威者「潛入」高鐵地盤的《端傳媒》昨日刊出「獨家報道」，
稱該 8 名示威者在昨日凌晨 1 時半，在濃霧瀰漫的夜色下潛入位於西九龍的
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總站的工地地盤。2 時許，示威者爬上鋁梯，翻過兩
層樓高的圍欄，進入高鐵地下隧道部分的緊急出口，下到深達地下四層的
隧道工地。3 時，一行人抵達地盤其中一座天秤的基座，於 5 時半開始爬上
天秤，6時在最高點掛上直幡。

■8 人大擺
post 「 打
卡」。
fb圖片

將20層樓高天秤當7層
黃浩銘事後在其 fb 稱，一直負責了解現場環境、「三出三入」地盤的朱
凱迪稱，該天秤只有七層樓高，事實是高達二十層樓，「完全是謊話。」
他又稱，他們自知是次的「抗命行動」會有「刑事風險」，甚至可能被港 ■黃浩銘等人昨日凌晨潛入高
鐵地盤。
網上圖片
鐵民事追究，有可能破產，但「我們已做好覺悟」。

激進「本土」食「葡萄」 社民連躉寸「勇武」
社民連副主席黃浩
銘、「土地正義聯盟」
朱凱廸等 8 人昨日凌晨
闖入高鐵西九龍總站地
盤，更全程「chop 住影沙龍相」，更在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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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直播過程，可謂「出晒風頭」。一直自
稱「勇武」的激進的「本土派」似乎對此
甚為「葡萄」，特別是有關人等將在今年 9
月立法會選舉爭奪同一票源，遂大打網絡
戰，嘲諷黃朱等人在地盤逗留幾小時就離

開「冇用」，有人更着他們真要抗爭就不
如「直接跳下來」令地盤停工。社民連則
反唇相譏，批評激進「本土派」口稱「勇
武」，但「做（嘢）時永遠唔見人」。
■記者 鄭治祖、文森

激進
「本土派」
食
「葡萄」
實錄

撐社民連者揶揄
「勇武」
齋噏

■Chi Sing Lee：收工無人先去，等於通過撥款之後先
抗議，左膠先會咁做！

■Zoey Wong：如果你覺得做啲咩嘢係有作用，你都可
以去做架（㗎）！ 一齊加油！

■Ka Wang Chen：成功爭取拖延4個鐘頭的抗爭？

■Noel Lai：好笑。攪（搞）高鐵係本土專利呀？抗爭又
鬧，唔抗爭又鬧。最叻本土啦。真係咁叻就已經拎夠票入
議會。係都要攪（搞）分化，唔同形式抗爭唔得既（嘅）。

■ Carter Tsu： 其 實 你 又 唔 係 occupy （ 佔 領 ） 個 地
盤……就咁上去掛啲野（嘢）落番（返）泥（嚟）……
做show多過有任何作用。
■Tung Pak Ki：原本成件事係掂 ge（嘅），仲諗住咁
鬼勇武咁掂？原來六點去八點走，得罪講句，你咁做有
咩意義？做show都做全套啦好唔好！
■Kar Man Leung：直接跳落黎（嚟）啦粉腸！地盤死
左（咗）人會停工架（㗎）。唔好扮抗爭呀，成班村民
等緊你補鑊架（㗎）！
■Issachar Lee：好×大個光環呀，又階段性性（勝）
利，距離垃圾會又近一步！
■Benjamin Liu：村長（黃浩銘）見長毛出口傷人（指在
網台辱「熱血公民首領」黃洋達之妻為妓女一事）變成過
街老鼠，為了九月立會選情，搏（博）出位而on×到極。
■Lau Hoi Ho：我身為市民的心聲：喂阿哥（長毛口頭
禪）！之前大把機會你們可以在議會內拉倒高鐵， 你們
鬆章給政府， 在梁天琦高票落選前後，才突然醒起自己
是激進派，在議會內作狀×衝。 議會內鬆章後， 竟然有
面去地盤搞事？走吧啦！9月我一定投票換走你班蛋散。

■Stephen Ho：佢哋（激進「本土派」）做就勇武，
人哋就哈哈哈哈哈。
■Ivan C. Y. Lo：掛 banner 唔駛（使）矇（蒙）面，
又唔會犧牲抗爭者 10 年自由，唔明點解唔做（意指激
進「本土派」煽動他人參與旺角暴亂）。
■Patrick Mang：係（喺）好多人既（嘅）集會扔第一
舊磚，然後即刻搭的士走，咁咪吾（唔）危險，佢地
（哋）最叻做呢D（啲）野（嘢）。
■Man Kun Fong：口講勇武的，通常都係得把口。走
就走得最快！
■Man Kun Fong：勇無本土照例X縮。
■Roy Lo：做得出，有勇氣乘擔，才是勇。身體力行，
才是武。教主（指激進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）及其手
下，無一個是勇！
■Kenneth Wong：（「熱血公民」成員）鄭松泰博士
就唔同，為反高鐵勇武開街站，做選民登記。

■黃浩銘
fb圖片

■大批警員消防救護到地盤戒備以防意外。

未戴安全帽違例 可罰款20萬囚1年
偷入地盤是否違法？有法

0$ 律界人士指，港鐵公司有權

循民事訴訟控告有關人等闖
入私人地方，及要求申請禁
制令，倘事件造成工期延誤更可以要求賠
償，但舉證責任在港鐵。有安全督導員則
稱，有關人等在進入地盤時未有佩戴安全帽
等，或已違反《建築地盤（安全）規例》，
一旦罪成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。
律師錢志庸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
言，自己未就昨日有人爬入高鐵工地天秤
事件查閱相關法例，但根據新聞報道，警
方曾搜身檢查有關人等有否偷去地盤中的
物品，結果沒有，故不涉及刑事案件，惟
港鐵有權循民事訴控告有關人等，更可要
求對方賠償「造成不便的損失」，惟有關

人等並未對工地造成什麼實際損失，只是
為了「攞彩」，法律要監管有關人等的所
謂「有困難」。
不過，與「熱血公民」關係密切的網媒
《TMHK》就稱訪問了「從事職安行業及
身為合資格安全督導員鄭先生」，文中引述
鄭聲言，根據香港法例第五十九章《工廠及
工業經營條例》下的《建築地盤（安全）規
例》，任何人進入地盤都必須採取安全措
施，包括佩戴安全帽及穿着安全鞋，而根據
有關人等拍攝的「行動相片」，他們已涉嫌
違反了相關法例的規定。
鄭又批評，爬上天秤不止違法，更罔顧
安全，「如果有任何一位在爬梯的過程中
頭暈而鬆手，後果可以死人。」
■記者 鄭治祖

踩線被趕走 保安已盡責

反高鐵示威者昨日凌
晨亂闖高鐵總站工地爬
上天秤，或連累保安被
公司懲處。工聯會香港
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主席禤慧嫺昨
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，公司有權就是
次事件向當值保安員發出警告信，但認為
保安員倘已按照公司的指引做好巡邏，公
司不應懲處。
禤慧嫺認為，公司是否會懲處有關的當
值保安員前，應該先調查事件，包括闖入
者通過何種途徑、當值保安是否盡職，有
否按時依據既定路線巡邏、看管好正常的
出入口等才決定，「如果保安員看得實，
在正常的出入口是無法闖入的，但如果趁
巡邏空檔之間偷入，即是以非法手段闖
進，在這情況下懲處保安員就不公平。」
是次闖入者之一黃浩銘，已承認自己大
前日曾第一次到地盤，但被保安員趕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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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前晚才成功潛入。禤慧嫺指，這證明當
值保安員有盡力做好把關。後來，示威者
探到有地方無保安崗位或閉路電視，才得
以潛入並掛上直幡。

禤慧嫺：不應卸責前線工友
她坦言，由於高鐵地盤範圍大，保安員
在定點崗位把關，根本無法完全看清各個
方位。基本上，保安員每晚都會有兩次巡
邏，倘有意闖入者趁保安員兩次巡邏之間
剪爛鐵絲，或是從「較弱點」的地方爬
入，就有機會成功闖入，「地盤的鐵絲網
是防君子，不是防小人。」
禤慧嫺又認為，各基建項目的地盤大，
只着重在設備材料的防盜，可能會令工地
保安佈防不夠完善，更不能將責任推到前
線工友身上。港鐵公司應該加強該地盤的
保安，包括增加人手等，避免類似事件再
發生。
■記者 文森

